
到了该下雪的时节，下的仍然是雨。江南总是那么
潮湿，冬天也不例外。独自静坐着，听着雨声淅沥，我忽
然想起了附近的荷塘，便决定去看看。

荷还在，不知道是种荷的人懒得清理，还是种荷的
也是个诗人，他要留得枯荷听雨。不过，在写下“枯”字
之前，我犹豫了好一阵子，或者改为“残”字吧？只是觉
得这荷叶并不“残”，该有的都还在，它只是在时间里老
去了。在我看来，比起那亭亭的丰满时光，这些枯叶，反
而显得愈加精神了。郁郁葱葱是一种美，简洁明净又何
尝不是一种美呢？

这枯荷，在水面上游动着，当然，这是我的一种幻
觉，其实是水在流动着。远看着像满纸的草体字，近看
呢？枯荷丛中藏着光与影的大千世界。雨点打在荷叶
上，与打在伞上相比，那滴答声，是细碎的，仿佛只剩下
了半声“滴答”。掉在水面上，那雨花，还来不及看清就
不见了；那涟漪，若断若连，似乎也不是圆的，常常漾了
一半，就没了。水中自然是有鱼儿的，只是我不知道，此
刻的鱼儿，都做什么去了。鱼儿大抵不写诗，也不会找
个雨天，来听枯荷吧？

掏出手机，挑个角度，把雨中枯荷拍了下来，竟然发
现那是一个全新的视角。天空中飘着的雨滴，在画面上
丢失了。那荷的茎是微微泛红的，那叶黄得金灿灿，茎
和叶，都被雨水洗刷一新了。枯叶蜷曲着，有的像鸟巢，
有的像蝉壳，有的像斗笠，当然也有像蓑衣的。那不引
人注目的一角，那片枯叶，甚至像个湿漉漉的钓翁，在垂
钓清风或者涟漪。此时，那些淅淅沥沥的雨声，早已化
作了柔软的光和影子。

仔细看，影子都是曲线，毛茸茸的。我猜想，分布在
水面之上的，应该是琴弦，水面之下的，则是音符吧？从
枯荷的倒影中，我还发现了许多三角形、正方形、菱形、
平行四边形……一大串几何图形，仿佛我小时候做过的
一张几何作业纸，不小心被弄丢在这里了。还有那个影
子，挺像一只蜻蜓，栖息在一朵尖尖荷上。也许荷的少
年时的记忆，就这样地被保存着。那别样红的花朵，想
来也是被珍藏着的，如果现在能找到，估计也只是一抹
影子了。

蹲下来，总感觉这些枯荷都在说话，一种絮絮叨叨
的声音，应该来自很遥远的光阴。这种声响，像是水声，
像是风声，像是脚步声，又像什么都不是。应该是时间
在说话，只是时间的话，要用“回忆”去听。我在照片中，
翻阅着荷塘的春天，就在不经意间，点点的新荷，一枝枝
从枯荷中冒了出来。不知道什么时候，枯叶就在一片碧
绿中走丢了。接着，我听到了此起彼伏的蝉鸣，看到了
荷花一朵朵地高举着，像烧得通红的火把。然后，秋风
缓缓起，荷叶慢慢地枯萎下去。入冬，就枯萎成了现在
这个样子，是枯萎了吗？不是的。我眼前的荷，分明都
精神抖擞着。

环顾四周，只有我一个人，在冬日的雨中听荷。我
记得春的雨荷，圆润，雨珠像晶亮的眼睛；夏的雨荷，夸
张地起伏着，碧涛滚滚；秋的雨荷，已经剪去了枝枝蔓
蔓，在谱写单调明快的乐章了。抵达冬天，荷塘用寥寥
数笔，就构思了一水面的苍茫意境，供沙沙沙的雨珠，来
描绘出那份空旷。那份空旷中，氤氲着许多的曼妙。

将雨中枯荷的照片，发了朋友圈。片刻，有朋友发
回一张，“彩照”被褪色成了一幅“水墨”，像岁月底部的
色泽。乍一看，一叶叶枯荷，在水中轻轻晃动，像是有一
屏幕的蝌蚪在穿梭着。无端地觉得，荷塘深处，或许又
有小荷在萌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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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于晓

五世同堂喜盈门
■ 曹智明

2019 年 12 月 3 日，外孙女毛毛在希腊
雅典产下了一女婴，取名来宝。当远隔重
洋的这一喜讯传来，举家一片欢乐，尤其是
我 那 已 年 届 92 高 龄 的 母 亲，更 是 喜 不 自
禁，拿着手机，对着视频，不住地端详，乐得
像个孩子似的，满脸灿烂的笑容，眼角还闪
挂着抑制不住的幸福的泪花……随着来宝
的诞生，我的高堂老母，见到了她的玄外孙
女，从这天起，我曹家实现了五世同堂。

五世同堂，多么难得！老母满脸的笑
容，眼角的泪花，正昭示了这一切！视频传
送的那一刻，全家人都沉浸在欢悦之中，大
人们都端着手机指指点点，说说笑笑，室内
瞬间洋溢着一种喜气，连空气似乎都在欢
笑！快乐是会感染的，待在一旁才两岁多
的小孙子，见大人们如此的欢乐，也莫名其
妙地跟着高兴欢笑起来，真是过年都没有
这么快活热闹！

给我们带来喜庆与快乐的来宝，这个
乳名真好，真贴切！人生在世，没有什么比
看到自己生命的传承与延续更令人欣慰的
事了。来宝的妈妈、我的外孙女毛毛，正是
这一神圣传承人，让我们实现了五世同堂
的喜庆盛典！说起毛毛，许多往事浮现，历
历在目，至今记忆犹新……

我的女儿亮亮在她 24 岁时生下了她
的女儿……乳名毛毛。那是一个冬天的午
后，当助产护士怀抱一个胖乎乎、水灵灵、
满头乌黑卷发、一对小酒窝、一双炯炯有神
的大眼睛，惊目张望这个陌生世界的女婴
时，在场的亲人们全都一片惊喜……她不
是哭着来到这个世界，而是惊目搜寻着这

个世界！打她来到这个世界，便一直在我
们家，由我和老伴带着，越带越亲。她特别
黏着外婆，既离不开外婆，砺磨着外婆，又
服着外婆的哄。于是我的老伴便多了一项
生活内容，专职伺候这位“小公主”。虽劳
累，却快乐。

毛毛打小就是一个“吃货”，在哺乳期
时母乳不足，却没苦着这个小吃货，买奶
粉，专买她喜欢吃的奶粉，两三天她便“干
掉”一包。有人笑言，“要是举办同龄婴儿
喝奶比赛，毛毛绝对冠军，没人能夺得了她
的这块金牌！”

吃饱了喝足了，精力特别旺盛，加上天
生好动，她便一刻也不消停，时而拨弄着
这，又时而捣鼓着那，这个不知疲倦的小丫
头片子，整个屋的玩具、物件，全都被她颠
翻了，这可把外婆折腾苦了，跟在她的后
面，拣场不赢。毛毛虽是女娃，而最喜爱的
玩具却是刀、枪、棍、棒之类，配着她好动的
性格，真的很是一致，熟悉的人都说，“是个
标准的‘假小子’。”

白天疯足了，到了晚上，又变着花样来
磨外婆，晚上上了床，她便要外婆或是讲故
事，或是唱儿歌，或是要学着猫呀、狗呀、鸟
儿呀之类的叫声，外婆便按着她的要求，时
说时唱时叫的，边哄边轻拍，她才肯入睡

了。只到这时，忙碌了一天的外婆，才能得
一点轻松。

那些年，我们两个老的在家带着这个
小的，主手是老伴，因毛毛只要外婆，也只
服外婆，我这个外公只是个搭手，当个助
手，也就是洗洗尿布，烘烘湿衣什么的，有
时把她乱扔的玩具，物件等拾掇一下，做做
这些小事。我们对毛毛是随着，由着，宠
着，哄着，但不惯着。这方面用心最多的是
老伴，在她的熏陶下，毛毛是良性发展，身
心两方面都是健康成长，成为一个品德很
好的孩子。有一次，我们带她到农工商超
市去购物，买了一些商品，她也选了一些玩
具，所选的全是枪、棒一类。当我们购完
物，埋好单，离开收银台时，毛毛突然扭头，
奔向收银台，从自己腰间掏出一把玩具枪，
递给收银员说：“阿姨还有一把枪，你还没
收钱。”收银员一看，说“这是扫过码的，收
过了钱。”原来这把枪是她在家玩的，插在
腰间带进了商场，她误以为还没交钱。收
银员告诉她收过了钱，接着望着我们笑道，

“这小姑娘教育得真好。”那年毛毛才四岁
毛 毛 15 岁 那 年，只 身 去 澳 大 利 亚 读

书，我们老两口舍不得也不放心，她的父母
坚持要这样做，我们也知道这对她的前途
会有好处，只是心中悬着这份牵挂，让她远

涉重洋，去到异国他邦。这些年来，我们一
直是怀着对她思念的心，带得越亲，思念得
越深，只有把疼爱和牵挂偷偷地藏在自己
的心中，尤其是逢年过节，我和老伴总是在
心中默默地为她祝福！

毛毛出国已有几年没回来了，直到去
年才回来一趟，也是短暂的待一阵子，临
走前夕，她还特意赶到我的大孙子，她的
表弟所在的中学里去了一趟，相见甚欢，
别时甚难。这对表姐弟，有许多共同点，
同是左撇子，同是少言寡语，我这个外孙
女，比我的大孙子大六岁，出国数年，显得
成 熟 多 了 。 临 别 时 ，她 悄 悄 地 塞 给 弟 弟
500 元钱，叮嘱他要好好读书，我那大孙子
一向内向，羞于言辞，此刻也只轻轻说声，

“谢谢姐姐！”此时依依相别，更不知相见
何 年，短 暂 的 相 聚，不 舍 的 相 别，让 人 动
情，更让人动容！

我的外孙女毛毛，如今已是身为人母，
她的这一人生身份的变换，让我们家族中
所有人的辈分都抬高了一层，并给我们家
带来了五世同堂之喜！作为初为人母的毛
毛，当然更是高兴，但在这高兴中更是蕴有
一份责任。人生中快乐与责任从来都是成
正比的。毛毛的夫君姓宋，毛毛的当务之
急是相夫教子，带好来宝，并协助夫君，努
力经营好宋氏家业。这是为人妻为人母的
责任。我们在享受五世同堂的喜悦之时，
更要祝福来宝快乐成长，祝福毛毛阖家幸
福！安康！美满！这是外公外婆对心爱的
外孙女的由衷祝愿！

说到这里，我认不才之资，拙劣之笔，
写下我的四言感悟：五世同堂吾之家，承前
启后靠大家，继往开来五代人，和谐美满众
人夸。

幸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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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问 梅 花 消 息
■ 章铜胜

人生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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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点漏洞好有点漏洞好
■ 世 平

读书读到其中一段，一句话跳出来，让我突然坐立
不安。这便是作者通过故事中的人物之口，赠送我的酬
金，用来感谢我肯花半天时间看这本书。

“福祉在你头顶上，但是人们不会把它取下来。”这
就够了，其他的无须费舌。

一个读者刻意评论一块砖头厚的书，他一定需向戴
眼镜的评论家学习，才好迈出获得某中思想结晶的第一
步。仅靠读这些故事，引诱出来的念头，言之凿凿式的
掺水，有上万之言，然后包装好，发给听众，我以为有假
借此书，获取名声的嫌疑。这是职业者的身手，套路。
一个喜欢读点书的人，不会有这样的能耐。

我只要能挑出整本书中一两处漏洞，就高兴得很，
如一个私家小侦探盯到了那个人走在出轨路上的得意
忘形，窃喜。

“看看，这个结果是从一个不近乎人情的古怪想法
里，硬生生滋长出来的。”嘿嘿，不近人情，就是漏洞。生
活中的这种事情，一定不走死胡同，要不然上天不会给
有情人留下一条私奔的路。

我检视出了作者理性思考中的盲点，或许是他自以
为是的武断，并不能说明一个读者有多了不起，在于作
者总要把故事往他设想的地方推，百密一疏，再说，谁叫
他半夜写东西呢，深更半夜框定的主意，到大白天，当然
会晃眼。

读名人传记令人热血沸腾，激情之后，我便洗把冷
水脸，光环之外必有漏洞和失误。传记作者因受人之
事，有意无意遮蔽一些无趣的私品，我借用放大镜来查
处，算不得小人之举。知人异处，也好提醒自己，这也是
读书者的品质。挑出暗处的斑点，让传记之人，活如大
家。

读出那些思想者偏执的谬误和自以为是，哪怕一点
点，就值得。

我陪夫人去买反季节的羽绒服，大热天的，商场又
有中央空调，折扣很符合我们的胃口。款式，颜色，尺码
什么都好，我还是正儿八经挑出了它钻羽绒的漏洞。虽
然极小，也还是钻羽绒的洞眼儿。我发现了它，售货员
也承认是有点瑕疵，但这不影响它的风姿。

好吧，夫人掏钱，我们乐意地买了回去。
一部巨构，凝聚作者心智的人间悲欢，难道不应该

有漏风滴水的地方吗？再说，世间本来就四处透风。
那位写长篇大评论的人，非要把它说得地方天圆，

才是值得人同情的。他花太多的时间在这件事情上了。

每年从小寒至谷雨，共四个月，八个节
气，每个节气十五天，每五天为一候，八个
节气共二十四候。每候以一种花的风信对
应，就有了二十四番花信。小寒一候的花
信是梅花，梅花便成了引领百花开放的先
锋，惹得人们频频吟诵也就不足为怪了。

二十四番花信，常不能守时，在小寒一
候的那几天里，您不一定就能见到梅花开，
这是憾事，也是好事。遗憾的是不能见到
期盼中的梅花开，所喜的是还可以继续等
着梅花的消息，心里又会生出新的期盼。
等一种花开的时候，总会勾起心中对这种
花的种种美好印象，也会因之而衍生出一
些想象来。有时，看到期待中的花开，反而
会让我心有惆怅，若有所失。

花开失时，并不是花失信于我们，我觉
得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地可分南
北，气候有差异，土壤有肥瘦，一种花的花
期自然不会年年一致，岁岁守时了。对于
一种花的花期，想清楚了，也就释然了。等
花开的心情，因了一份时时地牵挂，也就显
得更加美好了。我知道花会开，我知道它

会给我以惊喜。
每到岁末天寒，我都在等着梅花的消

息。记得去年，也是这个时候，正赶上入冬
后的第一场雪，皖北的同学要去皖南，约我
同行，便欣然答应。同学是去学校参加聚
会的，我到学校除了参加聚会外，更多的原
因是为寻梅，虽然我们各有所求，也算是趣
不同而道相合吧。

到学校时，天色已晚，只得早些休息，
另作安排。同学多年不见，好不容易聚在
一起，相见当然须尽欢，晚上便睡得迟了
些。第二天清晨，我还是起了个早，去学校
的花房看梅花。学校花房是熟悉的，那些
梅桩，也似曾相识。清晨的寒意里，寒梅可
相亲，真好。

在花房里，我遇到了教我盆景的洪吉
兆老师，年届古稀的洪老师，看上去精神矍
铄，真是令人高兴的事。洪老师是歙县卖
花渔村人，卖花渔村是皖南赏梅的圣地，也
是徽派梅桩盆景的发源地，洪老师从小就
学习制作梅桩盆景。1992 年，他制作的梅
桩盆景“回头一笑”，曾在南京的国际梅展

中获过金奖，可惜的是时隔不久，那盆梅桩
在冬季的严寒中冻死了。洪老师曾将“回
头一笑”的枯干摆在花房入口的显眼处，旁
边配上“回头一笑”花开时的图片，看到这
些时，他的心中应该会很难受吧。

我不敢在洪老师面前提起往事，但还
是忍不住要向洪老师问起这些年的梅花消
息。洪老师的话语却显得有些含糊，可他
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过那些梅桩，时而停
留，时而一扫而过，在他的表情和眼神里，
我似乎读懂了他心中的梅花消息：是探问
枝间繁花著未的疑问，是看到点破胭脂一
点红的惊喜，是看到枝上点点绿萼红梅的
欣然，也是驻足于某一株梅桩前的神思黯
然。我知道洪老师与梅花的故事，我大概
也知道梅花消息之于他的意义所在。

在学校没有见到梅花开放，是有些遗
憾的。就像我不敢向洪老师问起二十多年
前的梅花消息一样，我不想勾起那些令人
伤感的往事，虽然它和梅花的消息有关，有
些往事还是应该让它们像寒风中的一缕梅
香一样，悄然地飘散吧。

对于每一个喜欢梅花的人来说，梅花
消息依然是让人时时牵挂的。王维在《杂
诗》中说：“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来日
绮窗前，寒梅著花未？”那样情意殷殷的探
问，总是深情的，我不知道远离故乡的王维
希望听到怎样的梅花消息，来自故乡的客
人又会怎样作答呢。

苦等梅花消息，而不得，是会让人着急
的。朱熹在他的《探梅得句》一诗中，写了
他寻梅不遇，以诗相催的趣事，诗中说：“迎
霜破雪是寒梅，何事今年独晚开？应为花
神无意管，故烦我辈着诗催。繁英未怕随
清角，疏影谁怜蘸绿杯。珍重南邻诸酒伴，
又寻江路探香来。”

古人有羯鼓催梅之说，而朱熹却以诗
催梅，以羯鼓催梅也好，以诗催梅也罢，总
觉得是心急了些，等待梅花消息，还是顺其
自然的好。寒梅尚未著花，我们又何必苦
苦相催呢。

梅花消息何需问，每年天寒之时，我
只是愿意静静地等着梅花消息，它一定会
来的。

我真的算不上是一个旅游爱好者。
节假日我都很少外出，遑论说去旅游遣
兴。但当同学微信群里有去武汉二日游
的信息，我就毫不迟疑地报了名。“黄鹤楼
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大概跟自己
早已知晓的一点文史知识有关吧！

早晨 6:30，冬日的气温较低。我们在
甘棠公园大门前集合，一辆大巴旅游车在
等候着我们。同行的有三四十人，比我想
象的要好。客车在高速上疾驰，掠过山川、
田野和民居。天色越来越亮了，窗外的景
致也越发地清晰。我尽力抵抗早起残存的
睡意，睁大眼睛欣赏江北的自然风貌。

车行约四个钟头进入武汉市。城区
高楼林立，店铺遍地；街上车水马龙，行人
步履从容，神态安详。不过，每个人都戴
着口罩，这似乎是个标配。接车的是位武
汉当地女导游，中等身材，一袭大半截军
蓝羽绒长袄，略有些胖。长得不很漂亮，
但肤色白嫩有光泽。“欢迎江西老表来武
汉！我姓刘，二日游我是全陪，竭诚为你
们服务。预祝大家旅游愉快！”甜润的嗓
音，颇有磁性。一张温和的笑靥，给人以
热情好客之感。

我们游玩的第一站，是武汉东湖海洋
乐园。此时下着细密的冬雨，有些寒意。
游客们纷纷打起雨伞，穿上雨衣，行走在
去乐园的路上。“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
鱼。”毛主席曾多次视察武汉，下榻东湖宾
馆。2018 年 4 月，习近平总书记与印度总
理莫迪专门在东湖会晤，东湖一时举世瞩
目。远望东湖，烟雾迷蒙；眼前好几只水
鸟在湖面嬉戏，湖水清澈，山林尽染。湖
畔的荷尽已无擎雨之盖，但海洋乐园游人
如织，络绎不绝。

下午二时许，我们来到了梦寐以求的
黄鹤楼景区。旅游车鱼贯而入，东大门牌
楼气宇轩昂，傲然兀立。游客一拨接一拨
纷至沓来。我们拾级而上，两旁灌木淡
绿，古树苍翠。走过牌坊、轩廊、亭阁，撞
过千禧钟，来到了黄鹤楼前。哇！楼势屹
立，高古雄浑，盛气凌云。底楼匾额是赵
朴初题写的“气吞云梦”，字体隽秀；顶楼
正中“黄鹤楼”三字，端庄稳健，字字醒目，
须仰视才见。楼外一对铸铜“黄鹤归来”

造型，昂首鹤立，姗然可爱。我不禁吟诵
起崔颢《黄鹤楼》诗:“昔人已乘黄鹤去，此
地空余黄鹤楼……”

扩音器在不停地重播着要文明旅游，
工作人员在忙着疏导人流。进到一楼大
厅，游客越来越多，已然是挨挨挤挤，摩肩
接踵。大厅正中是一幅“白云黄鹤”的陶
瓷壁画；两旁立柱上悬挂着“爽气西来，云
雾扫开天地憾；大江东去，波涛洗净万古
愁”的楹联。二楼大厅正面墙上是唐代阎
伯理撰写的《黄鹤楼记》。两侧也是两幅
壁画。一幅是“孙权筑城”；另一幅是“周
瑜设宴”。旁边有售古玩文物、名人字画
的小店。本想选购一尊铜造黄鹤的纪念
品，因人太多，怕与同行的朋友走散，也就
作罢了。转过三楼、四楼，登临到顶楼。
可见四周高檐翘角，形如鹤翅，若垂天之
云，好像我们是乘着它在展翅欲飞。凭栏
远望，“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长龙
般的武汉长江大桥横跨在龟山和蛇山之
上，车流如织，来往穿梭。一列火车正呼
啸而过。原先只在电视、报章上见到的雄
伟景象，这就真真切切地呈现在面前了。
万里长江东去，“极目楚天舒”。李白诗云:

“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我
们到底没有伟人的那种胸怀和诗人的气
质神韵，见到的只是眼前阔大的武汉城和
长江远去的雾霭……

第二天过早（武汉人将吃早餐叫“过
早”），酒店为我们提供了四大名面之一的
热干面。不在餐厅，也无食桌，就在吧台前
吃的。导游说，早先武汉人就是这样过早
的。面很正宗，色泽黄而油润，拌有香油、
芝麻酱等配料，还撒有葱花和萝卜丁。怕
我们干得吃不下，专门配送了一杯奶茶。
我实在吃不习惯，既是名面也就勉强吃完，
正应了导游那句“没吃过很想吃，吃过了不
好吃”的调侃话。

略略看过了花博会、游览了大余古
村。我们回到了武汉站返浔。刘导游把
我们已购的当地特产交付给我们时，感激
地说:“谢谢你们来武汉。明天春天再来
赏樱花吧！”

这次武汉二日游归来，感觉还真特别
地不一样。

武汉二日游记
■ 游会雄

甘棠絮语


